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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教师〔2019〕10 号 

来源：教育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9/12/16 

2019 年 11 月 15 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该《意见》从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将师德

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工作保障等五方面提出 15项举措，全方位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全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16/content_5461529.htm 

 

教育部：严格规范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工作 

来源：教育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9/12/12 

2020 年高校特殊类型招生拉开帷幕，近日，教育部有关司局对高校艺术类

专业、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及保送生招生工作进行部署，坚持问题导向，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从严规范管理考试报名、考试组织、招生录取等全流程

工作。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考试，除独立设置艺术院校外，一律省级统考；取

消艺术团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考生文化课降分的绿色通道；提高文化课考核录取要

求…… 

全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12/content_546065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16/content_5461529.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12/content_5460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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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 

两所浙江大学为母体的独立学院转设拟获批， 

校名均冠“浙大” 

作者：岳怀让   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19/12/6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于 12 月 5 日公布了一则《关于拟批准设置本科高等学校

的公示》：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和《普通本科学校

设置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考察和

评议，9所由省级人民政府申报设置的本科高等学校获得通过（其中独立学院转

设 3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6所）。 

《拟批准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中包括三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本

科学校”，它们分别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转设为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转设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新疆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转设为新疆科技学

院…… 

全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533.shtm 

SCI 崇拜 别把中国科研带偏了 

作者：李志民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9/12/10 

“SCI（科学引文索引）崇拜”，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早在 10

年前，就有院士、专家炮轰“SCI 崇拜”，认为这种看重论文发表数、引用数、

影响因子的“SCI 崇拜”，误导科研工作者，催生学术不端。 

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

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

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

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 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

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 

全文链接： 

http://www.gx211.com/news/20191210/n15759386524276.html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533.shtm
http://www.gx211.com/news/20191210/n15759386524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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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严把教学关 大学生学业辅导需求量越来越高 

作者：叶雨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9/12/16 

随着国内的高校开始“严把教学关”，进入为大学生合理增负的时代，一些

大学生“混日子”的情况逐渐成为历史。如今，不少大学生面对的难题成了“我

该怎么学”。学业辅导，这个看似幼稚的内容，如今“需求量”越来越高。 

面对这一问题，不少高校都开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设置了学业指导机构。但

是不少机构是“牌子有了、见效不大”：一方面是大学生在学习方面东碰西撞，

不愿在学校老师面前袒露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这些机构门可罗雀，因难以吸引

大学生而成为摆设。 

高校如何帮助大学生正确学习，成为这个严字当头时代里的关键问题…… 

全文链接： 

http://www.gx211.com/index.php?s=news/20191216/n15764580794712.ht

ml&security_verify_data=313434302c393030 

 

趋同化的评价标准让建筑学教授们“坐不住”了 

作者：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9/12/16 

前不久，在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主办的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建筑

教育的特色与学科评价”分论坛上，“建筑教育评价趋同”“建筑教育越来越没特

色”成为众多建筑学教授共同的“槽点”。 

傅国华现在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上海交大的教授，又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的教授，同时还拥有一间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在他看来，由于设计专业教学的“全

球趋同性”，已经使得“全世界差不多变得一样了”…… 

全文链接: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6/c1053-31507751.html 

 

 

 

http://www.gx211.com/index.php?s=news/20191216/n15764580794712.html&security_verify_data=313434302c393030
http://www.gx211.com/index.php?s=news/20191216/n15764580794712.html&security_verify_data=313434302c393030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6/c1053-31507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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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教育 

新兴产业 VS 学科融合： 

打破学科边界，建立面向未来的学科体系 

作者：李马英夏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发布时间：2019/12/6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乌镇展望 2019》提出，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带

动经济和社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新的跨越背后，是

对复合型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就是对高等教育学科融合的新要求。 

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张大良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高

等教育只有解决学科“交叉”“融合”“跨界”这三个关键词所对应的难题，才能

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全文链接: 

http://www.eol.cn/news/uni/201912/t20191206_1697498.shtml 

 

人民网发布 2019年度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 

作者：刘融、王欲然   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19/12/13 

2019年 12月 13日，人民网发布了 2018-2019《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

榜单由 7 部分组成，今年的高校社会影响力榜单数据的截取时间段是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月，选取的对象为 165所部属重点高校和地方的重点高校。 

针对此次发布的中国高校影响力排行情况，唐维红对高校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积极培植高校创新文化，讲好大学故事。二是做好媒介融合，为高校自己代

言。三是建章立制，做好舆情风险防控…… 

全文链接：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3/c431017-31505834.html  

http://www.eol.cn/news/uni/201912/t20191206_1697498.shtml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3/c431017-31505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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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特点：读懂人民网推出的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 

来源：教育透镜   发布时间：2019/12/17 

2019 年 12 月 13 日，人民网发布 2019 年度高校社会影响力排名。（图片来

源于教育透镜）。 

 

从人民网发布的高校社会影响力这个视角看，从一个侧面证明两点，一是清

北华五的社会反映与其实力一样稳居全国高校前列，二是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

学在这方面强势插队清北华五，也说明了他们的影响力所在，其实也与他们的实

力大体一致。 

那么，社会影响力又是指什么呢？这个榜单位又是如何排出来的？包括哪些

指标？有多大参考价值呢？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应该搞清楚，这就得看一

看社会影响力到底是什么了…… 

全文链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3148695058477526&wfr=spider&fo

r=pc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3148695058477526&wfr=spider&for=pc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314869505847752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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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声 

卢永根：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 

作者：张烁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9/12/16 

 

在华南农业大学，有这样一位离休老校长。他使命在肩，初心不忘，即使病

卧在床，也不忘过组织生活；他生命不息，科研不止，一生致力于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他奋斗终身、无怨无悔，把 880 多万元积蓄捐给教育事业…… 

他，就是被称为“布衣院士”的“时代楷模”——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 

老校长曾说过“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当教师不仅是一

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  

全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87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87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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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大地之子 光耀四方 

作者：任芳言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2/17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

国地质力学的奠基者。193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 年当选为苏联

科学院外籍院士。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

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生写下数百万言 140余篇（部）科学论著。创立地质力学，创造性地将地

质学和力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指

导煤田预测，寻找多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的关

于古生物化石的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

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

新思路…… 

全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10.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1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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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之窗 

【思考】“放管服”改革如何激发大学办学活力 

作者：郭立宏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9/12/1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高等教

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活力、高效、顺畅的体制

机制，是推动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西北大学是教育部

12个全国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单位中唯一一所高校，近年来他们聚焦“放管服”

改革，在高校办学体制机制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

和借鉴意义…… 

全文链接:  

http://www.gx211.com/news/20191217/n15765452085951.html 

 

华东交通大学推行“教学强本计划” 让学生“忙”起来 

来源：江西省教育厅   发布时间：2019/12/17 

华东交通大学将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通

过出台《加强本科教学的决定》、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和“教学强本计划”等举

措，推进“四个回归”，切实让学生“忙”起来。 

华东交通大学打造“三金”，构建有特色高水平学习资源，让学生“忙”而

有方；致力“三加”，构建学生全面发展育人体系，让学生“忙”而有得；把好

“三关”，构建大学四年递进教育模式，让学生“忙”而有序…… 

全文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46/201912/t201912

17_412433.html 

 

 

 

http://www.gx211.com/news/20191217/n1576545208595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46/201912/t20191217_41243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46/201912/t20191217_412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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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多措并举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来源：青海大学   发布时间：2019/12/12 

青海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

强统筹谋划、健全激励机制、强化管理考核、优化队伍结构，积极推进辅导员队

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结构稳定、业务精湛的辅导员队伍。 

青海大学加强整体设计，优化队伍结构；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强

化系统培训，夯实能力基础…… 

全文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61/201912/t201912

12_411797.html  

 

复旦大学“三结合”提升实践育人水平 

来源：复旦大学   发布时间：2019/12/18 

复旦大学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动实践育人改革，连续三年开

展“看需求、悟变化、讲担当”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实践育人水平。2019

年暑期，通过社会调查、参访交流、公益服务、理论宣讲等多种形式，组织 2500

余名学生，参与 350 余个项目，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走进基层，做到

明理论、明国情、明使命。 

复旦大学将实践活动与学习宣讲相结合，强化理论武装；将实践活动与国情

教育相结合，亲历祖国繁荣；将实践活动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勇担时代责任…… 

全文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64/201912/t20191218_4

1252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61/201912/t20191212_41179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61/201912/t20191212_41179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64/201912/t20191218_41252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64/201912/t20191218_412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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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请 

2020 国社科申报公告发布，截止时间大幅提前！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9/12/20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现予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课题指南》，并就做好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意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重

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

引导作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全文链接：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9/1220/c219469-31516101.html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经验分享 

来源：忘忧 s520个人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9/12/22 

编者按 

国家社科基金代表国家委托和信任，因而对学者来说，既是资源，也是荣誉，

一定意义上也是比较全面的学术能力的见证。本文分享 4位学者关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申报的经验。 

柳思维 

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湖南省社科界高层学术论坛“三湘论坛”

主讲人之一，先后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湖南省优秀社科专家…… 

全文链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222/21/37098013_881444985.s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9/1220/c219469-3151610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222/21/37098013_8814449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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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基金写作时——我的一些写作技巧 

作者：杨小东   来源：杨小东科学网博客   发布时间：2019/11/27 

最近有较多同事、同行询问我国基申请书撰写的技巧问题。我亦没有什么高

级技巧，只不过碰巧在科学网发表了有关“基金评阅和申请”的博文，又碰巧被

相关单位叫去做了几次讲座，故而落下一个名头，“基金申请书写作较好，有一

些技巧”。常被别人询问。今天有空，将这些碰巧所得经验写出来，如果有用，

供大家参考。 

按照申请书写作要求，我的介绍分为以下 8部分： 

1. 框架和时间安排； 

2. 目标、内容和关键问题； 

3. 项目立项依据； 

4. 研究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5. 特色和创新之处； 

6. 研究基础； 

7. 其他写作部分没有特殊不同； 

8. 值得最注意的事项：选题、行文、时间安排、交流等…… 

全文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14940-12078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14940-1207853.html

